
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7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和《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的要求，由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编制。内容包括概述、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及收费减免情况）、

行政复议及诉讼举报、保密审查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

施等六个部分，以及相关统计附表、附图。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

统计期限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报告电

子版可从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门户网站

（http://www.12365.sd.cn）下载。

如对本年度报告有疑问，请与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办公室

联系（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阳大街 6 号银丰大厦，邮政编

码：250002，办公时间：8:30-12:00 13：00-17:00（工作日），

联系电话：0531—89012206，电子邮箱：bgs_sj@12365.sd.cn）。

一、概述

2017 年，省质监局深入贯彻《条例》《办法》，认真落实《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



意见》（中办发〔2016〕8 号）及实施细则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 2017 年山东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鲁政办

发〔2017〕39 号）有关要求，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紧紧围绕全省中心，结合质监工作职能，进一步加大政务公开工

作力度，全面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公开（以下统

称“五公开”），助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

险，下大力气做好信息发布、解读和回应工作，扩大了公众参与，

增强了公开实效，提升了政府的执行力与公信力，有效发挥了政

府信息公开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

制。省局党组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省

局主要领导同志多次听取政务公开工作

汇报并作出批示，明确提出要把政务公开

工作当做事关全局的重要工作来抓，有力

地促进了政务公开工作开展。结合新形势新任务，省局党组召开

会议，专题研究调整省局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明确由分管副局长

任组长，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充实了人员力量，加强政务

公开工作领导。各处室、直属单位分别确定一名分管领导和一名

联络员，按照“谁主管、谁公开、谁负责”的原则，做好相关政

务信息的公开工作。把“五公开”纳入办文程序，发布公文要明

确标注公开属性，确定为不予公开的要明确提出政策依据。加强



政务公开人员队伍建设，采取专题培训、以会代训等方式，全年

培训人员 100 余人次。

（二）明确任务分工，周密部署安排。为做好 2017 年省质监

局政务公开工作，省质监局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 2017 年山东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鲁政办发〔2017〕

39 号）和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 年全国质检系统政务公

开工作要点的通知》（质检办〔2017〕469 号）要求，结合质监工

作实际，制定了《山东省质监局 2017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进

一步明确公开内容、任务分工、责任处室（单位），建立工作责

任制。召开了政务公开领导小组会议，对做好 2017 年政务公开工

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安排。

（三）强化监督考核，确保工作成效。建立了公开内容动态

扩展和定期审查机制，不断拓展公开范围，及时对政务信息公开

属性进行调整、予以公开，确保政务公开工作从源头落到实处。

每月对网站政务公开栏目统计调度，督促提醒相关部门及时进行

整改，对落实不及时、整改不到位的进行通报，确保了信息公开

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将政务公开工作情况纳入省局科学发展综合

考核，所占分值权重为 5%，推动了政务公开工作的落实。

二、主动公开情况

2017 年，省质监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5065 条，通过省政府、

省质监局网站公开信息 1607 条，政府公报公开信息 5 条，微博公



开信息 2569 条，微信公开信息 505 条，通过其它媒体平台公开政

府信息 379 条。全年共召开各种新闻发布会、信息发布会 10 次，

其中通过省政府新闻发布平台召开新闻发布会 4 次。

（一）积极推进重点信息公开

1.推进提升质量发展和效益信息公开

2017 年发布质量品牌提升方面信息 73 条。建立了大质量工作

综合推进机制，公布了山东省质量强省及品牌战略推进工作领导

小组和省质量品牌工作综合推进办公室成员及主要职责。成立了

“质量提升行动”领导小组，印发了《山东省“十三五”质量发

展规划》《山东省关于进一步提升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水平的意见》。

深入开展“质量月”活动，首次与山东广播电视台合作举办了山

东省“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公开发布山东省企业质量信用信

息平台，开通了“质新山东”微信公众号，召开山东省“质量月”

情况通气会。开展省长质量奖“回头看”活动，联合《山东经济

战略研究》开辟“山东质量”专栏，介绍省长质量奖获奖单位的

经验做法。修订《山东省优质产品基地认定管理办法》，开展 2017

年度山东名牌产品和山东省服务名牌认定工作，认定并公布 2017

年度山东名牌产品 346 个、山东省服务名牌 193 个、山东省优质

产品基地 10 个、山东省龙头骨干企业 20 家。总结梁山县专用汽

车产业帮扶经验，组织省内主要媒体进行宣传报道。



2017 年共发布各类山东省地方标准 362 项，并协调国家总局

推动推荐性国家标准全文公开。按照新旧动能转化重大工程的要

求，编制了包括 577 个项目的《2017 年“山东标准”建设行动计

划》。修订并发布了安全、环保、能耗限额等领域的地方标准 23

项、工业领域地方标准 56 项、服务业地方标准 135 项，围绕推动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制定发布 109 项地方标准。建设完成服务业标

准化国家级试点 5 个，省级试点 10 个，成功争取 14 个国家农业

综合标准化示范项目，启动 22 个省级农业农村标准化试点项目。

积极配合省政府办公厅做好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

作，编制完成《政务公开目录编制指南》山东省地方标准草案。

进一步深化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及时公开我省企业标准“领

跑者”制度实施情况，公布了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等 8 个标

准为山东省企业标准“领跑者”名单，召开了山东省企业标准“领

跑者”试点工作与制度建设新闻发布会。

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试点工作新闻发布会现场



积极推进财务信息公开，在省局门户网站信息公开栏目“财

务信息”专栏发布预决算、减负降费、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

项目等信息 30 条。按照省财政厅统一要求和规定的内容格式，主

动公开了省质监局2017年度部门预算和2016年度部门决算和“省

质监局 2016 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省

质监局 2017 年对预算执行审计问题整改情况清单”以及“省质监

局 2017 年部门预算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等信息。公开了收费目录、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等信息，对有关收费项目取消

停征政策和收费标准变化情况，及时在省局门户网站进行了信息

公开。

2.推进质监“放管服”改革信息公开

2017 年深化权责事项、清单的公开，根据权责事项取消、下

放、承接情况，对权力清单进行了动态调整，并在山东政务服务

网集中发布，省质监局门户网站开设了“行政权力”专栏同步公

开。



推进“双随机、一公开”，及时调整了《山东省质监局随机

抽查事项清单》，公布了 11 项随机抽查事项，开发了双随机抽查

平台并投入运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结果及时通过省质

监局门户网站公布。抓好“双公示”工作，门户网站设有“双公

示”专栏，并及时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结果推送至信用中国、

信用山东，信息推送数量及质量名列省直机关前列。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制定了《山东省质监局政务服务

事项清单动态管理办法》，省质监局保留行政权力事项 249 项。

推动行政许可事项实现“应上尽上”，全部行政审批事项均纳入

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和山东金质行政审批系统运行管理，在省局网

站“行政许可”专栏集中公布政务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生策

文件、通知公告、办事指南、审查细则等事项，在省局政务大厅

提供上述文件查证索引途径说明和必要的办事指南。编制完成了

69 项公共服务事项目录清单和实施清单，进一步明确了上网办理

流程、办理要件及办理时限等动态要素，完成了公共服务事项信

息数据网上录入，首批符合上网运行条件的 23 项公共服务事项已

在山东省政务服务网上公开试运行。优化升级网上办事平台，依

托门户网站，构建了由实体政务办事窗口、虚拟网上办事大厅和

行政审批系统三位一体、虚实结合的“一站式”办事服务平台。



3.推进质量监督执法信息公开

推进工业产品质量监督信息公开。2017 年，结合山东省产业

发展实际，在综合分析监督抽查、风险监测、消费者投诉、网络

舆情等情况的基础上，在省质监局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建议，制定公布了山东省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监督目录和产品质量

省级监督抽查工作计划。在网站监督抽查专栏、《大众日报》《齐

鲁晚报》，及时对全省日用消费品、工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资

料、建材相关产品、食品相关产品等产品的监督抽查结果进行公

示，公开发布了 119 类 2518 家企业 2622 批次产品质量的省级监

督抽查信息，曝光 124 家企业生产的 125 批次不合格产品。公开

发布不合格企业质量整改结果，公开发布了监督抽查不合格的 283



家企业的质量整改情况，其中 253 家企业整改复查合格，20 家企

业停产，9 家企业停止同类产品生产，1 家企业注销。

推进认证认可、特种设备、计量器具监督检查信息公开。2017

年，开展了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检验检测能力提升专项行动，

公开了 3C 强制性认证、管理体系认证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能力验证结果等信息 23 条。开展了特种设备生产和检验单位监督

抽查，共抽查特种设备生产单位 101 家、检验检测机构 50 家，抽

查检验、检测结果和鉴定结论 1118 份，发现问题 489 项次，下发

《特种设备监督抽查备忘录》116 份。目前监督抽查工作已基本结

束，详细的监督抽查结果将于 2018 年 3 月份公布。开展了商品过

度包装、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运行、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标识、法

定及省授权计量技术机构计量标准核查等5次计量专项监督抽查，

相关监督抽查结果均在门户网站进行了通报。

推进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及时向社会主动公开执法案件主体

信息、案由、处罚依据及处罚结果，严格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公开发布缺陷产品召回企业及产品信息。2017 年通过门户网站公

开行政执法案件信息 10 件，缺陷产品召回信息 17 件。

●行政执法案件 10 件

●缺陷产品召回信息 17 件

4.推进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

省质监局高度重视省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

公开工作，明确要求各承办处室应对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权益、

社会关切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建议和提案办理复文进行主动公

开。2017 年，共在省质监局门户网站公开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权

益的省人大代表建议和省政协委员提案复文摘要 20 篇，并公开了

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的总体办理情况信息 2 条。

（二）切实加强政策解读回应

1.实行重大政策预公开。对重大决策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

议，并及时反馈意见采纳情况，2017 年通过门户网站分别对《山

东省质监局特种设备生产和检验单位“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试行）》《山东省优质产品基地和龙头骨干企业（组

织）认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山东省工业产品生产企业

监督检查实施细则（修订稿）》《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简

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公开征求意见稿）》《山东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工作规范》等 5 个规范



性文件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举办特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双体系建设座谈会、制造业行业质量提升专题座

谈会等会议，邀请相关行业协会、企业代表参会等，扩大公众参

与力度，推动科学、民主决策。

2.认真做好政策解读

一是规范政策解读程序。印发《山东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应将规

范性文件的政策解读与起草工作同步考虑、同步安

排，按照规定重点解读背景依据、目标任务、主要

内容、设计范围等，规范了政策解读内容和程序。

二是领导重视并参与重要政策解读。2017 年，省质监局张宁

波局长通过参加新闻发布会，借助广播、电视访谈等分别对“山

东标准”建设情况、“以标准和质量锻造品牌 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领先标准铸就高端品牌等主题进行重要政策解读。其他局领导也

分别对全省计量服务经济和民生情况、山东省认证工作情况、山

东省企业标准“领跑者”试点工作等内容进行政策解读。



三是充分利用媒体平台开展政策解读。利用山东电视台、《大

众日报》、《齐鲁晚报》、《中国质量报》等重点媒体平台发布

信息共计 379 条。同山东电视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出“山东

品牌 齐鲁荣耀——山东品牌计划”展示平台，制作《每周质量报

告》节目 19 期。积极参与山东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政务热线》栏

目 2 次，接受访谈和热线咨询，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收到了较

好的效果。

3.加强舆情回应。省质监局在门户网站设立了 12365 投诉举

报热线、局长信箱、公众留言等栏目，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并

给予回复，与社会公众进行了良好的互动交流。紧紧抓住群众关

切的热点问题，通过政务微博、微信及时进行回应，了解处理群

众诉求，为群众解疑答惑，增进了质监部门与人民群众联系。针

对“济南中惠泽加油站作弊”等热点网络舆情，省质监局高度重

视，及时回应，采取召开情况通报会、接受媒体采访、与山东电

视台联合制作专题节目等措施，做好政策解答，切实做好舆论引

导，消除了消费者心中疑问，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每周质量报告】标准器装进执法车辆 暗访加油机作弊

（三）加强公开平台建设

2017 年，我局根据政务公开工作的形势、新要求，不断拓展

公开渠道，创新公开方式，增强公开实效，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政府信息公开需要，确保公众及时知晓和有效获取。

1.网站公开。2017 年通过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网站

（http://www.12365.sd.cn）公开各类政府信息 1607 条，发挥了

门户网站发布信息的主渠道作用。

2.新闻发布会。认真推行领导干部宣读解读政策机制，不断

强化主要负责人“第一新闻发言人”职责，围绕涉及面广、社会

关注度高的政策法规和重大措施主动发声，及时全面解读政策。

2017 年，省质监局共举办各种形式的新闻发布会、媒体通气会 10

次，其中通过省政府新闻发布平台召开四次新闻发布会 4 次，分



别为山东省建立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试点情况、“山东标准”

建设情况及重要地方标准发布、全省计量服务经济和民生情况和

认证认可工作情况发布会。其中，省质监局主要负责人张宁波同

志亲自参与了“山东标准”建设情况及重要地方标准发布会，对

山东标准建设及发布情况作了重点解读。

3.网上政务服务大厅。推进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实行“一

张网”审批，2017 年省质监局共有 10 项行政许可事项，23 项公

共服务事项纳入平台管理。全局 92%的审批事项达到了最多跑一次

的标准，17 类工业产品简化审批程序实现了“零跑腿”。

4.政府公报。2017 年通过《省政府公报》刊登发布规范性文

件 5 件。

5.新媒体发布平台。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及时发

布质监工作动态，2017 年我局共发布政务微博信息 2569 条、政务

微信 505 条，回应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 200 余件，极大地方便了



群众获取相关信息和服务。省质监局微博微信管理质量和粉丝数

量在省直单位中处于上游水平。

6.公共查阅场所。省质监局在图书馆、档案馆和行政审批服

务大厅等设立了公共查阅点，2017 年共向各查阅点报送信息 100

余条。

7.12365 质监热线。省质监局一直高度重视质监热线系统建

设，在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不断强化制度、人员能力等“软件”

功能建设，与国家质检总局完成 12365 网络平台对接，基本实现

了执法办案全过程网上动态管理、适时监督和质量控制，2017 年，



共受理有效业务 15071 起，其中打假举报 1865 起，质量申诉 243

起，挽回经济损失 127.6 万元。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依申请公开情况

2017 年，省质监局共收到政府信息

依申请公开 31 件，其中，当面申请 2 件，

占 6.5%；网络申请 18 件，占 58%；信函

申请 11 件，占 35.5%。

（二）申请处理情况

本年度，本部门共答复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 31 件，其中，属



于已主动公开范围的 8 件，同意公开答复的 5 件，因涉及商业秘

密，不同意公开答复的 1 件，不属于本行政机关的 12 件，申请信

息不存在的 4 件，告知作出更改补充的 1 件。

（三）加大依申请公开向主动公开转化力度

按照“五公开”要求，对不予公开及依申请公开的信息定期

进行检查，督促对应公开未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公开，对可转为

主动公开的主动进行公开。2017 年共将依申请公开信息转为主动

公开信息 24 条。

（四）收费和减免情况

2017 年，我局未收取任何与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的费用。且根

据《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20 号）规定，本机关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停征依申请提

供政府公开信息收费，包括：检索费，复制费（含案卷材料复制

费），邮寄费。



四、因政府信息公开出现的举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

本年度，我局未出现一起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我局

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而提起的举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

讼情况。

五、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情况

省质监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和《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

规，坚持“谁公开谁审查”“谁审查谁负责”和“先审查后公开”

的原则，拟发布的信息须经处室（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核后方可

发布。认真落实公开属性源头认定机制，在公文审签单中明确标

注公开属性，确定为不予公开的必须填写政策依据，从源头上进

行审查把关。认真开展保密自查自评工作，2017 年省质监局在省

直保密自查自评工作中被评为优秀。

六、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2017 年，我局在政务公开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但与省委、

省政府要求和社会公众期待相比还存在差距：一是政务公开工作

机构设置和专职人员配备上还有待健全和加强；二是政务公开业

务培训成效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三是在落实“五公开”要求方面

还需要深化，进一步提升政务公开的深度和广度。

下步打算：一是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公开理念。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提升对政务公开工作重要



性的认识，切实把政务公开工作当作事关全局的重要工作来抓，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到位。要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工作机构建设，

制定详细的政务公开培训计划，开展全员培训，进一步强化工作

人员公开意识，把公开的理念和要求体现到各项工作之中。

二是全面深化“五公开”工作机制。按照新形势下对政务公

开工作的新要求，严格落实政务公开相关制度规定，制定 2018 年

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调整政务公开目录，细化公开内容，拓展公

开深度与广度。切实把“五公开”纳入办文、办会程序，进一步

完善会议公开制度，建立完善利益相关方、公众代表、专家、媒

体等列席部门有关会议制度，通过网络、新媒体直播等平台向社

会公开涉及公众利益的电视电话会议。

三是加强督导考核，确保工作效果。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

督查力度，每月对各处室（单位）公开信息情况进行调度通报，

坚持日常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的原则，以督查抓推进，以考核

促落实，确保政务公开工作落到实处。

附件：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7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

况统计表



附件

2017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统计表

（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统 计 指 标 单位 统计数

一、主动公开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5065

其中：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条 5

制发规范性文件总数 件 5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1.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5

2.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1607

3.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2569

4.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505

5.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379

二、回应解读情况

（一）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数 次 28

（二）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回应解读的情况

1.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总次数 次 4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新闻发布会次数 次 1

2.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24

其中：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次数 次 4

3.政策解读稿件发布数 篇 9

4.微博微信回应事件数 次 96

5.其他方式回应事件数 次 0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收到申请数 件 31

1.当面申请数 件 2

2.传真申请数 件 0

3.网络申请数 件 18

4.信函申请数 件 11

5.其他形式 件 0



（二）申请办结数 件 31

1.按时办结数 件 31

2.延期办结数 件 0

（三）申请答复数 件 31

1.属于已主动公开范围数 件 8

2.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5

3.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件 0

4.不同意公开答复数 件 1

其中：涉及国家秘密 件 0

涉及商业秘密 件 1

涉及个人隐私 件 0

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件 0

不是《条例》所指政府信息 件 0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件 0

5.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数 件 12

6.申请信息不存在数 件 4

7.告知作出更改补充数 件 1

8.告知通过其他途径办理数 件 0

四、行政复议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0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五、行政诉讼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数 件 0

（二）被依法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六、被举报投诉数量 件 0

（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数 件 0

（二）被纠错数 件 0

（三）其他情形数 件 0

七、向图书馆、档案馆等查阅场所报送信息数 条 34

（一）纸质文件数 条 34

（二）电子文件数 条 0



八、机构建设和保障经费情况

（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机构数 个 1

（二）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数 个 3

（三）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数 人 2

1.专职人员数（不包括政府公报及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数） 人 1

2.兼职人员数 人 1

（四）政府信息公开专项经费（不包括用于政府公报编辑管理及政府网站建设维 万元 0

九、政府信息公开会议和培训情况

（一）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数 次 4

（二）举办各类培训班数 次 2

（三）接受培训人员数 人次 102

（注：各子栏目数总数要等于总栏目数量）


	1.实行重大政策预公开。对重大决策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并及时反馈意见采纳情况，2017年通过门户

